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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警察偵查犯罪手冊對於受理報案應注意事項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受理言詞告訴或告發時，應即時反應處置，並當場製作筆錄，詳載證據及線索，以利進行偵查

不論何人，知有犯罪嫌疑者，得為告發，告發只需申告犯罪事實，不需知悉犯罪嫌疑人，亦不需請

求處罰犯罪嫌疑人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不論以書面或言詞受理告訴、告發或自首等案件，均應詳予記錄後即報告直

屬長官，並注意是否有誣告或謊報等情事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受理報案，態度應誠懇和藹，不論本轄或他轄案件，應即受理並反應處置，

且詳實記錄；非本轄案件，於受理及處置後，應依警察機關受理報案 e 化平臺作業要點相關規定移

轉管轄分局處理

2 有關警察偵查犯罪手冊對於刑事案件的管轄及偵查責任區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境外犯罪案件，以被害人之工作地、現住地及家屬現住地之次序，決定管轄之警察機關

網鴿恐嚇取財，由被害人戶籍地或鴿子所在地之警察機關管轄

網路犯罪案件以犯罪被害人現住地或戶籍地之警察機關為管轄機關，並由受理報案在先之警察機關

負責偵辦；無管轄責任之警察機關接獲報案後，應先受理及作必要處置，並迅速通報管轄之警察機

關繼續偵辦

涉及帳戶匯款案件，由帳戶開立人戶籍地之警察機關管轄，其他相關警察機關協同辦理。但同時涉

及當面取款詐欺案件者，統一由匯款地之警察機關為主辦單位

3 警察於刑案現場逮捕犯罪嫌疑人時，應注意事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得附帶搜索其身體、隨身攜帶之物件、所使用之交通工具及立即可觸及之處所

於刑案現場或現場以外之處所逮捕犯罪嫌疑人時，應立即帶回現場。記錄犯罪嫌疑人自發性之供述、

身上形跡及任何不正常之舉止。必要時，並得會同鑑識人員檢視其身上可疑跡證

得使用警械防止其脫逃、自殺或其他意外，並將其與被害人、目擊證人或其他參與犯罪者隔離

遇犯罪嫌疑人攜帶或藏放之武器或證物，應立即扣押或留存，並記錄其外觀及所在位置

4 警察人員發現犯罪，應妥適處理現場，蒐集犯罪事證，並立即研判案情，實施偵查計畫，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①重大刑案發生除立即偵破外，均應訂定偵查計畫，以為偵查之準據 ②偵查犯罪，須依據

偵查計畫，運用科學器材與科技方法，歸納、分析、研究、判斷、貫徹執行，尋找破案線索 ③案發

地點乃最有力之證據，狡猾之犯罪嫌疑人，常利用其作為脫罪之反證，故對犯罪發生地點應詳予調查

認定 ④偵查計畫應包括破獲時間與地點，嫌疑犯之嗜好、接觸人物及被害狀況等生活情形

①② ②③ ①④ 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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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犯罪證物包裝與保存的基本原則，就是會隨時間流逝而改變的短暫性、易碎的物證應優先採證包裝，

有關常見證物的包裝注意事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彈殼與彈頭為防止分散，應包裝於共同容器內，指派專人送至刑事警察局鑑驗

金屬物件上的工具痕跡應適當保護，為防濕氣而生鏽，可塗上一層薄薄的油

已經乾掉的生物性跡證，例如血跡、精液或口水，應分開包裝

若胃內殘餘物及器官欲進行藥毒物檢測，該類檢體可能有易揮發的溶劑，應放置於密封的玻璃中以

防蒸發，再以泡棉柔軟物包覆

6 案件發生後，巡邏員警往往首先到達現場，後續則為現場處理人員與偵查員警，有關現場的勘察與處

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現場依任務分為調查組與勘察組，特別是室內現場物證的蒐尋，兩人一組較單獨一人工作為佳，進

入現場後，各自從事不同工作，以期及時完成蒐證

勘察組由鑑識中心主任、鑑識科科長或股長或資深鑑識人員擔任組長，具體任務包括觀察案發當時

天候、風向、氣溫、照明等狀況

若基於採證之目的而蒐尋跡證，應由潛而顯，先取得潛伏跡證，再尋找明顯跡證

現場處理時，應禁止證人之間相互談論事件，因為證人可能因為其他人的談論內容而改變自己原本

的記憶。而事實上那些事情並非他們所目擊的，或根本未曾發生過。心理學上類似的論點，稱之為

「倒攝干擾（retroactive interference）」

7 為保障少年健全之自我成長，調整其成長環境，並矯治其性格，有關少年保護事件及少年刑事案件必

須依據相關法令規定，謹慎處理，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詢問、訊問、護送少年或使其等候時，應與一般刑事案件之嫌疑人或被告隔離。但偵查、審判中認

有對質、詰問之必要者，不在此限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如需經法官同意始得於夜間詢問少年者，應先以電話、傳真或其他適當方式

報請法官許可，並將許可之書面、電話紀錄或傳真覆函附於警卷內

警察機關對於少年不良行為及虞犯之預防，除應利用巡邏查察等各種勤務經常注意勸導、檢查、盤

詰、制止外，於週末、假日及寒暑假期間，並應協調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邀集學校、社會團體派員組

成聯合巡邏查察隊，加強實施上開工作

警察機關辦理少年前科相關紀錄資料塗銷作業，發現資料有誤或有其他疑義時，應即時與所屬警察

局（紀錄科）聯繫

8 刑事訴訟法中有關「詢問及文書製作」之條文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①公務員制作之文書，得竄

改或挖補；如有增加、刪除或附記者，應蓋章其上，並記明字數，其刪除處應留存字跡，俾得辨認

②訊問被告、自訴人、證人、鑑定人及通譯，應當場制作筆錄 ③受訊問人為被告者，在場之辯護人

得協助其閱覽，不得對筆錄記載有無錯誤表示意見 ④筆錄應命受訊問人緊接其記載之末行簽名、蓋

章或按指印。但受訊問人拒絕時，應附記其事由

①② ②③ ①③ ②④

9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於製作犯罪嫌疑人筆錄，以及證人或關係人之指證筆錄時，應謹慎依法辦理，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通知證人之通知書應於命到場前 24 小時送達之。但情形急迫或案情單純者，得以電話、傳真或口

頭等方式通知之。證人經通知到場者，應依原定時間及處所即時詢問，不得拖延

證人或關係人因到場作證有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有遭受危害之虞時，得依刑事訴訟法第 1 編總

則第 3 章證人保護規定聲請保護

經以證人或關係人等人之身分通知到場接受詢問後，認有犯罪嫌疑，應告知緣由及相關權利事項，

俟其同意後，再就有關犯罪事實重新詢問

詢問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應全程連續錄音；必要時，應全程連續錄影。不得於筆錄製作完成後，始

重新詢問並要求受詢問人照筆錄朗讀再予以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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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跟蹤及監視乃偵查人員對特定之人、車輛、處所或物品所為秘密、持續或週期性之觀察活動，目的在

於發現犯罪嫌疑人之活動及身分等相關訊息，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跟蹤及監視皆須採取輪班方式執勤

如遭對象識破，應立即返回辦公室或相關處所，避免其反跟監

被跟蹤對象製造突發事故，陷執行人員於不利時，執行人員應設法儘速撤離。必要時，得表明身分

及採取反擊動作，並通知其他人員前往支援

跟監人員應以主辦案件人員為主，支援人員為輔

11 犯罪偵查作為乃是指具有偵查權限之機關認為有犯罪存在時，蒐集與保全證據、拘捕犯嫌等之過程，

有關警察人員依據相關法令真正擁有之權限，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依刑事訴訟法第 71 條簽發傳票，

傳喚被告 ②依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11 條至第 13 條跟蹤與運用線民權 ③依刑事訴訟法第 230 條及

第 231 條實施犯罪調查有必要時，得封鎖犯罪現場，並為即時之勘察 ④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93 條建

請羈押權

①② ①③ ②③ ②④

12 刑事訴訟法與警察偵查犯罪手冊對於「拘提」與「移送遞解」之相關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警察機關偵查刑案，全案雖未調查完畢，但經依法提起自訴或向檢察官告訴，應將全案移送或報告

管轄法院或檢察署

警察機關偵查刑案調查完畢，認有犯罪嫌疑，證據證明力足夠，得函送管轄法院或檢察署

經檢察官核准免予解送之犯罪嫌疑人，得依刑事訴訟法第 205 條之 2 規定對其免執行拍照及按捺指

紋等必要措施

執行拘提、逮捕或解送，得使用戒具，但不得逾必要之程度。有關使用戒具之範圍、方式、程序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實施辦法，由法務部會同內政部定之

13 警察機關執行搜索及扣押乃為保全犯罪證據，有關刑事訴訟法第 1 編第 11 章「搜索及扣押」之規定，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因追躡現行犯或逮捕脫逃人，有事實足認現行犯或脫逃人確實在內者，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

警察官或司法警察，雖無搜索票，得逕行搜索住宅或其他處所

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於偵查中有相當理由認為情況急迫，有立即扣押之必

要時，得逕行扣押；檢察官亦得指揮檢察事務官、書記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執行

實施搜索或扣押時，發現另案應扣押之物亦得扣押之，分別送交該管法院或檢察官

旅店、飲食店或其他於夜間公眾可以出入之處所，仍在公開時間內者，夜間亦得入內搜索或扣押

14 犯罪現場是證據的寶庫，勘察人員常會使用「多波域光源」設備，進行現場跡證尋找、定位，以利後

續跡證採集、記錄，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此種破壞性光學蒐證方法，原理乃利用光源設備產生特殊波長的可見光光源照射特殊跡證時，跡證

會被激發出波長較長且肉眼可見之螢光

刑事鑑識人員可配合適當之濾光鏡（片），即可對潛伏跡證型態進行檢視及拍照記錄等工作

可用於發現現場體液斑跡、爆炸殘餘物

可用於區別真偽筆跡、檢視鈔票、有價證券及身分證件上之防偽標示等

15 指紋是個人身分鑑別之重要依據，有關指紋的特性，下列敘述何者錯誤？①DNA 相同的同卵雙胞胎，他

們的指紋紋線特徵，仍有不同之處 ②指紋在胎兒發育 1 至 2 月即已形成，隨著發育而成長 ③人類皮

膚具有再生能力，若輕微的創傷，不傷及皮下組織，經過一段時間後能恢復原狀，不會改變指紋的形狀與

特徵 ④因指紋每條凸紋上都布滿汗孔，會留有分泌出來的汗液，也會沾有皮膚其他分泌物質（如皮脂），

當手指接觸到物品時，就如蓋印章一般，在該物品表面留下指紋特徵

①② ②③ ①④ 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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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當前資通訊技術發展迅速，對於刑案現場電腦、網路設備等數位證物之處理非常重要，攸關案件的突

破與否，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針對電腦主機之處理，首先確認電腦主機是否為開機狀態，若為關機狀態，經研判無立即蒐證之必

要者，直接進行後續扣押流程

針對網路設備，應先確認所有網路設備數量，並確認現場是否有無線網路之訊號。若為有線之區域

網路，標示網路設備各連接埠連接之電腦主機或其他設備，電腦主機相關資料蒐集完成後，保持網

路通暢，以利後續偵辦

對於現場所有儲存裝置之數量應加以確認，逐一對各儲存裝置之內容進行檢視，檢視時不可更動其

內容

對於行動裝置首先應阻絕其網路及通訊，並注意電量是否足夠。若為開機狀態，則將行動裝置設定

為飛航模式

17 通訊監察具有高度隱密性，對於組織性的犯罪，可以彌補傳統偵查方法之不足。有關通訊監察之法令

規定與執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偵辦最重本刑 3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為調查犯罪嫌疑人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認有調取通信紀錄

之必要時，得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規定報請檢察官許可後，向該管法院聲請核發調取票

夜間或假日遇案情特殊、情況急迫之案件，須緊急調取通信紀錄者，可逕向法官報請許可後，先為

調取通訊監察資料

通訊監察案件投單時，應檢附通訊監察書影本及上線申請表，並依警察機關執行民營行動及固網電

信通訊監察作業規定辦理

警察機關聲請通訊監察案件承辦人員於執行通訊監察完畢後，應將執行結果依規定於警察機關 e 化

案件平臺系統確實填報

18 數位證據具有許多特性，以致於本身在蒐集證據、保存、分析時都必須小心謹慎。有關數位證據的特

性，以及偵查此類犯罪應注意事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所謂數位證據，目前法令所指者，以刑法第 10 條第 6 項「稱電磁紀錄者，謂以電子、磁性、光學

或其他相類之方式所製成，而供電腦處理之紀錄。」為主

數位證據具有易消逝性、易被竄改及破壞、具隱匿性、不可還原性

數位證據本身只能成為輔助證據，無法成為直接證據

承辦案件人員應儘可能以最淺顯易懂的文字說明該數位證據是如何取得及產生、如何直接或間接證

明其與犯罪事實、時間、地點的關聯性

19 情報是破獲刑案重要的關鍵因素。有關警察情資來源與遴選第三人蒐集資料的內容，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無論實務上或學者研究指出，警察的情資來源包括：開放來源（Open Source）、秘密來源（Confidential

Source）、喬裝警探（Undercover Police Officer）、線民（Informant）、內線（Controlled Informant）等

警察為防止危害或犯罪，認對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個人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將有危

害行為，或有觸犯刑事法律之虞者，得遴選第三人秘密蒐集其相關資料

經遴選為第三人者，除得支給實際需要工作費用外，不給予任何名義及證明文件，亦不具警察職權

行使法或其他法規賦予警察之職權。其從事秘密蒐集資料，不得有違反法規之行為。有關實際工作

需要之費用應由第三人親自具名領取

警察遴選第三人，應查核事項包括：忠誠度及信賴度、工作及生活背景、合作意願及動機

20 科技偵查技術涵蓋錄影監視影像偵查、通訊監察、社群網路調查、資料探勘技術、數位鑑識等，下列

敘述何者錯誤？

錄影監視影像（CCTV）具有重建犯罪過程、尋找歹徒、共犯影像、確定歹徒進入與逃離路線等多

種的犯罪偵查功能

執行通訊監察系統之追蹤鑑識，通常有「利用細胞辨識碼（Cell Identifier）予以精確定位」與「利

用位置與移動指標換手（Hands Off）狀況」兩種方式可以運用，加以監視對象位置

每個人在使用社群網路時，皆需要使用者名稱，用來登入網站，這個名稱通常會出現在使用者頁面

的 URL 中

 FB 提供了搜尋「暫存（Cache）」功能，可以讓偵查人員查看到網頁的歷史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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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近年來，以電腦為犯罪目標的案件層出不窮，有關入侵電腦犯罪與影音證物之處理原則，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影音證物數位檔案應以壓縮檔案格式轉檔為宜，並備份或燒錄成為隨身碟，以利攜帶、保存

無故輸入他人帳號密碼、破解使用電腦之保護措施或利用電腦系統之漏洞，而入侵他人之電腦或其

相關設備者，應以刑法第 315 條「無故窺視窺聽竊錄罪」，移送地檢署偵辦

數位視訊檔案的證物須轉檔成常用格式，無法轉檔者，併附解碼程式送鑑；勿以翻拍螢幕畫面之檔

案送鑑

對於公務機關之電腦或其相關設備無故取得、刪除或變更電腦或其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致生損害

於公眾或他人者，加重其刑至三分之一

22 民眾可以主動提供犯罪線索，協助警察機關破案，確保社會安寧。有關民眾提供犯罪線索，協助破案

的規範，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民眾提供犯罪線索，不論以書面、口頭或其他方式，均應嚴予保密。如其不願出示真實姓名者，可

同意其使用化名、代號或暗語為連絡記號

各警察機關得視實際工作需要，向當地郵局洽設易記之專用信箱，以供民眾提供犯罪線索

民眾提供犯罪線索，可直接使用「一一○」電話，自動電話或警用電話報案，並可以口頭或書面行之

民眾提供犯罪線索，無論書面或口頭的紀錄資料，均不得附錄於案卷。如須辦理移送者，應將民眾

列為移送書或報告書之關係人，供檢察官了解案情來源

23 住宅竊盜的犯罪動機，大多為獲得經濟利益，有關住宅竊盜特徵與預防策略，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增加住宅的監控與標的物的防禦性，藉由建立社區意識與防衛空間，強化安全機制，降低被害風險，

就是預防住宅竊盜最好的方法

大部分的住宅竊盜發生地點都是在新式獨立的大樓

住戶異動頻繁，或彼此之間較少互動，可以減少竊盜案件發生

多數住宅竊盜犯隨機行竊，因此，不會對標的物周遭進行觀察

24 目前各類詐欺案件層出不窮，影響社會治安甚鉅。有關詐騙的情節及防範策略，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如接獲網購客服聲稱訂單有問題，應將電話掛斷，自行查詢並撥打客服電話確認，或撥打 165 反詐

騙諮詢專線諮詢

民眾於網購平臺購買商品，常遭詐騙係因詐騙分子偽裝賣家，於網路商品刊登頁面要求加入 LINE、

FACEBOOK 等作聯繫，雙方私下約定交易金額，賣家以各種理由請買家勿直接下標，並提供個人

金融帳戶給買家匯款，匯款後賣家卻人間蒸發

預防網購詐騙的策略，在網購商品時，應慎選優良有信用之網路商家，透過面交方式或選擇提供第

三方支付之網購平臺，以保障雙方權益並減少消費糾紛

提款機（ATM）只有「提款」跟「轉帳」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遊戲點數不只有儲值遊

戲之功能，尚有解除設定或身分識別的功能

25 有關犯罪偵查理論之相關概念與原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犯罪熱區係指犯罪較常發生的區域

犯罪旅程係指從犯罪者住家到犯罪地點的距離

最省力原則係指犯罪者會選擇花費最少成本的犯罪行為

距離遞減假設係指找出二個距離最遠的犯罪地點，以此距離作為直徑，劃出一圓，該圓將包括所有

的犯罪地點，而且犯罪者的住處將落在圓心附近

26 根據警察偵查犯罪手冊規定，下列何者屬於重大刑案？

查獲海洛因 100 公克以上 查獲安非他命 500 公克以上

高鐵車站放置爆裂物案件 失竊物總值超過 50 萬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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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有關拘提之作為，下列何者正確？

被告無一定住居所時，即可不經通知逕向檢察官聲請簽發拘票予以拘提

轄區外執行拘提時，得通報當地警察機關知悉或會同

依刑事訴訟法第 88 條之 1 逕行拘提後，應立即陳報所屬機關長官，並於移送時向檢察官聲請拘票

嫌犯一定要經過拘提或逮捕程序才可以解送

28 警察偵查犯罪執行搜索時，下列作法何者錯誤？

執行拘提時，雖無搜索票，亦可搜索拘提對象隨身攜帶之物件

執行拘提時，由通訊監察結果，確認嫌疑人確實在住宅內，此時雖無搜索票，得逕行搜索該住宅

若受搜索人自願性同意時，得不使用搜索票，執行人員應出示證件，並將同意之內容記載於同意書內

依刑事訴訟法第 131 條第 1 項規定執行逕行搜索後，應將搜索扣押筆錄密封後，同時陳報管轄檢察

官及法院

29 警察處理兒少事件相關作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未滿 12 歲涉及殺人罪時，依照現行規定，不須移送至少年法庭

詢問或訊問少年時，應先告知事項之一為得選任辯護人；如依法令請求法律扶助者，得請求之

為保護少年，就算有查驗身分需求時，亦不得在夜間行之

少年施用 K 他命，應處以罰鍰並令其接受毒品危害講習

30 被害保護及關懷協助作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被害人死亡後，應立即由機關主官親自或指派適當人員給予慰問

被害人出庭有陪同需求時，由犯罪被害保護官陪同出庭

為保護被害人家屬隱私，不得協助家屬接受媒體採訪

管轄機關可視情況，請求被害人住居地所轄機關協助執行被害保護工作

31 下列敘述何者符合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規定？

民眾於封鎖線外錄影並上傳資料，並未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

被告與證人屬訴訟關係人，均為該辦法第 5 條規範之對象

為維護重大公共利益，影音資料發布仍需確實做到去識別化

偵查中不得帶同媒體辦案，但可讓媒體拍攝監視器畫面

32 組織犯罪偵辦作為，下列何者正確？

運用第三方警政採取行政干預措施

複雜之犯罪組織結構與嫌疑人相互間關係，得使用圖例表示

組織犯罪被害人不適用證人保護法規定

為避免違法扣押，違法所得之調查，僅限犯罪組織與其成員，不包含實際支配相關第三人之財產

33 下列毒品偵查與防制作為，何者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規定？

持有第三級毒品超過 10 公克以上，即懲以刑罰

因業務需要經常接觸毒品之特定人員，拒絕接受採驗尿液時，可採用拘束身體方式行之

特定營業場所應於洗手間標示毒品防制資訊

法務部得命廠商申報先驅化學品之流向並檢查其簿冊及場所

34 下列刑案現場處理觀念何者正確？

四向連結（four-way linkage）理論內涵為現場、物證、人證與運氣

標的權利人不同意勘察時，應報請檢察官實施勘驗，不得以搜索或扣押方式進行

根據李昌鈺對證物分類方式，路卡交換原理主要與關連性跡證有關

護送嫌疑人就醫時，不可於途中詢問嫌疑人事實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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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屍體處理與相驗程序，下列何者正確？

大陸地區人民在臺因意外事故死亡 2 人以上時，應於確認身分後 4 個小時內通報法務部

死亡案件若可採行政相驗流程處理時，不須通知檢察官到場處理

非病死或可疑為非病死案件相驗，一定要檢察官親自到場

屍體帷幕由葬儀社負責設立

36 根據「刑案現場數位證物蒐證手冊」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到達現場，應立即中斷網路，避免犯罪嫌疑人從遠端修改或刪除

查扣之數位證物應先進行初篩程序，並非全部要送鑑定

查扣行動裝置，應開啟飛航模式或隔絕其通訊及網路功能

若有了解接觸設備者必要時，應優先採集指紋、DNA 等跡證。

37 火災現場偵檢與證物處理方式，下列何者正確？

促燃劑採樣應於 7 日內完成

水會影響油類鑑定，故要在現場先行排除

玻璃瓶裝樣品應用泡綿保護，並確定瓶底與箱底至少保持 15 公分以上之距離

固狀證物對照檢體，須於遠離起火點處選擇相同物品採樣

38 下列地緣剖繪概念何者正確？

通勤型（commuter）嫌犯其居住區域和作案區域會相重疊

犯罪偏角（wedge-shape）係指犯罪者日常活動與犯罪活動會集中在某個角度，甚至形成扇形分布

作案旅程（journey to crime）係指嫌犯從出生到開始犯罪時之人生旅程

緩衝區（buffer area）是因為嫌犯認為該區屬弱勢團體，不願在該處作案傷害他人

39 遴選第三人蒐集資料，相關作法下列何者正確？

基於保密需要，遴選之第三人時，不須陳報該管警察局長或警察分局長核准

若無延長必要時，蒐集資料期間原則上不得逾 1 年

發現第三人不適任時，應立即終止合作關係，但不須告知第三人合作已終止

蒐集資料提供閱覽時，應由啟封者在文件袋外簽章

40 下列何者非偵辦詐騙犯罪之「斬手行動」查緝策略？

大數據分析車手提款熱點 成立專責影像調閱比對小組

建置全國詐欺犯嫌資料庫 建立電話詐欺犯個別化語音識別系統

41 聲請通訊監察流程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偵辦最重本刑 3 年以上重罪而有調取通信紀錄必要時，依法報請檢察官同意後調取

警察機關應按季將調取通信紀錄之狀況函送刑事警察局彙整

為嚴格控管，警方通訊監察聲請案件不得由第二層決行

夜間或假日遇特殊案件，需緊急調取通信紀錄時，警察機關可先調取並於事後再向檢察官補聲請

42 案件移送作業程序，下列何者正確？

建議聲請保安處分之意見撰寫於移送書「所犯法條」欄位

查獲通緝犯未另犯他罪時，以通緝案件移送書移送

成年與少年人共同涉案時，同案少年資料填具於犯罪嫌疑人欄位

行為事實構成犯罪顯有疑義時，應將全案移送檢察官偵辦

43 扣押物品之作法，下列何者正確？

扣押債權不得用扣押命令方式處理

司法警察於偵查中有相當理由認為情況急迫，有立即扣押之必要時，雖無扣押裁定，得逕行扣押

為保持偵查不公開，扣押時證人或關係人不得在場

非附隨於搜索之扣押，除特定狀況外，應經檢察官許可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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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有關犯罪偵查科技之觀念，下列何者錯誤？

高速公路 e-tag 採用無線射頻（RFID）感應扣款

物聯網簡稱 IoT

 PayPal 與支付寶屬於第三方支付金融交易類型

 Line 通訊軟體的 Letter Sealing 不使用點對點加密技術（End-to-End Encryption, E2EE）

45 有關衛星通訊監察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衛星電話為獨占市場，目前僅有銥（Iridium）提供服務

我國係透過二類電信衛星通訊代理商，提供執法單位執行通訊監察

被動式監察是直接攔截衛星通訊電磁波，再予破密解譯

主動式監察僅可監察語音，無法監察簡訊內容

46 有關各種犯罪偵查資料庫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警政知識聯網與刑事資訊系統屬於檔案式資料庫

警政知識聯網由刑事警察局負責建立與維護

刑案紀錄資料於受理或破獲移送起 48 小時內填輸

警政署關聯式分析平台的設計概念四大核心為人、物、案、地點

47 有關跨國集團性犯罪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行為人以國籍作區分，被害人則以所在國作區分

結構性組織集團須為完善且有層級之組織

刑法第 339 條之 4 加重罪僅限於電信範圍

此類犯罪不適用組織犯罪防制條例

48 有關檢警聯繫作法，下列何者錯誤？

拘提嫌犯除核准免予解送外，應於拘提之時起 16 小時內，將人犯解送檢察官訊問

法警拘提人犯請求警察協助時，受請求機關得予以協助

司法警察得報請檢察官核發偵查指揮書，帶同被告外出查證

司法警察執行職務，發生法律疑義時，得隨時以言詞或電話請示檢察官

49 涉外刑事案件處理方式，下列何者正確？

涉及國際刑案事件，一律須報請刑事警察局共同偵辦

無法確定當事人是否具外交豁免權時，得逕向外交部禮賓司特權科求證

當事人未反對下，拘提一般外國人須於 3 天內通知其本國駐華機構

需請求駐外警察聯絡組協助時，得洽請刑事警察局國際刑警科辦理

50 有關提審作法，下列何者正確？

警察機關收受提審票後應立即將被拘禁人解交

人犯移送後才收受提審票，則應於 24 小時內回復發提審票之法院

依照刑事訴訟程序進行之拘提或逮捕才有提審法之適用

聲請人不服提審裁定時，得於時限內向上級法院提起抗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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